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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EX/34 

 

阿拉伯被占领土的教育和文化机构 

（第 210 EX/37 号决定的落实情况） 

引 言 

1. 报告所涉期间为2020年9月至2021年2月。 

2. 有关教科文组织在加沙活动的详细情况载于第211 EX/33号文件“被占巴勒斯坦”，因

此本文件未予报告。 

教 育 

3. 约有 520 万巴勒斯坦人生活在旷日持久的占领之下，这限制了他们接受教育的机会，

从而威胁到他们的受教育权。2019 年，巴勒斯坦的经济和人道主义局势急剧恶化，2019 冠

状病毒病（COVID-19）疫情又让这一局势雪上加霜。在约旦河西岸 C 区和东耶路撒冷，由

于发生定居点扩张、定居者暴力、财产拆毁和没收以及驱逐等情况，导致最脆弱的巴勒斯坦

人面临的压力日益加剧，其中包括贝都因难民，他们或将被迫流离失所 1。巴勒斯坦有许多

儿童曾目睹或亲历创伤性事件，并随后陷入梦魇，这影响了他们学习和成长的能力 2。 

4. COVID-19 疫情对巴勒斯坦的社会经济发展造成了负面冲击，包括致使教育、公共福利、

就业和生计岌岌可危。这场疫情威胁到可持续发展目标特别是关于包容和优质教育的可持续

发展目标 4 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的落实进展，并正在加剧和加深既已存在的不平等、歧视

和不公平 3。 

5. 在此背景下，教科文组织继续通过提供政策咨询和实地干预措施，以及通过发挥其作

为教育部门工作组技术顾问的作用，确保对教育部与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部的支持，重点是

包容和公平的优质教育以及促进所有巴勒斯坦人的终身学习机会。 

6. 此外，教科文组织还根据教育部 COVID-19 应对计划的实施情况并在教育小组的框架

内就确保学校安全复课提供了支持，复课工作采用了混合式教学模式，以确保学生和教育人

员的安全。在报告所涉期间，学校开课还是停课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2019 冠状病毒病病例

有无增加，病例增加则迫使政府强制不同年级停课一段时间，待至当地情况改善后再行复课。

 
1 https://www.nrc.no/countries/middle-east/palestine/ 
2 https://www.nrc.no/countries/middle-east/palestine/ 
3 https://reliefweb.int/sites/reliefweb.int/files/resources/PSE_Socioeconomic-Response-Pan_2020%20%281%29.pdf 

https://www.nrc.no/countries/middle-east/palestine/
https://www.nrc.no/countries/middle-east/palestine/
https://reliefweb.int/sites/reliefweb.int/files/resources/PSE_Socioeconomic-Response-Pan_2020%20%281%2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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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 COVID-19 紧急应急反应提供支持之后，教科文组织现正针对教育部所推行的教育改革

在以下四个优先领域提供政策咨询——远程教育、监测系统性能、质量保证和治理。此外，

在 2020 年“世界教师日”之际，教科文组织就教师在危机应对中的领导作用组织了一次政

策对话，探讨了校长、教师、各部委、民间社会和家长在建设复原力、塑造教育的未来和教

师职业方面的作用，并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 

7. 在报告所涉期间，教科文组织与教育部和合作伙伴密切合作，通过共同领导远程学习

特别工作组来加强巴勒斯坦境内的远程教育，以确保各合作伙伴的 COVID-19 应对计划与教

育部的战略愿景和需求相一致。在该特别工作组的框架内，教科文组织对教育部官方网站进

行了升级，以便加大与社区和合作伙伴的互动力度，而且还对其电子平台“Tammal”进行

了升级，以便为学生提供一个更具协作性的平台。作为这些努力的补充，教育能力建设计划

（CapED）将为该电子平台的运作提供支持，并提供师资培训，将横向能力与信息和通信技

术能力纳入主流。本组织还进行了一项评估，以支持发展教育电视频道，弥合在 COVID-19

时代加剧的数字鸿沟。在远程学习活动中，本组织还支持教育部实施“全球数字图书馆”项

目，将书籍翻译成阿拉伯文，以利于居家教育和自学。 

8． 在教科文组织《阿拉伯地区紧急情况下的教育战略框架（2018–2021 年）》范围内，本

组织通过关于包容教育和以儿童为中心的教学方法的教师培训等方式，继续向教育部就确保

包容教育提供技术指导。在由“教育不能等”基金（ECW）资助的《多年期巴勒斯坦复原

力计划》（MYRP）（2019−2021 年）框架内，教科文组织、教育部和主要合作伙伴最后确

定了包容教育师资培训手册，并着手培训一批督导员和辅导员，培训范围将扩大到巴勒斯坦

最脆弱学校的约 3000 名教师。 

9. 利用经重新规划的“教育不能等”基金，教科文组织作为心理社会支持特别工作组成

员还制作了 16 个视频，并正在制作一部关于健康生活方式和心理社会支持的视频游戏短片，

以通过社交媒体和在线教育平台提高认识。将采用混合式教学模式，在巴勒斯坦部分学校开

展与体育、戏剧和故事讲述有关的活动，以提供心理社会支持，减轻疫情的有害影响。 

10. 在欧盟资助的《地中海青年就业项目》（YEM）框架内，作为本组织 COVID-19 危机

应对工作的组成部分，教科文组织确定了作为此次疫情重灾区之一的旅游部门所需的技能。

本组织对旅游专业课程设置进行了摸底调查，以确定旅游部门所需的技能。2020 年 12 月，

协同巴勒斯坦经济政策研究所（MAS），对教育部、劳动部和高等教育部的技术人员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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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技能预测模型开发能力建设，以确保其可持续性。为了进一步促进技能预测分析，对巴勒

斯坦境内最大的就业网站——在线求职招聘平台（job.ps）的数据进行了分析，以确定不同

职业最需要的技能。该项目还支持开展了国家行为体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领域数字技能评估

和发展能力建设。为了确保这些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干预措施的可持续性，教科文组织向日

本成功提交了一份关于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及远程学习的供资建议，并正在最后确定向比利

时开发署（ENABEL）提交的一份类似建议。 

11. 在报告所涉期间，教科文组织还支持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部修订其部门战略，以纳入

与可持续发展目标 4 相关的指标以及与 COVID-19 疫情和政治局势相关的最新事态发展情况。 

文 化 

12. 在 2020 年下半年，文化活动的开展，包括身体康复项目、演出、展览和影院等活动，

继续受到 COVID-19 疫情所致危机的严重影响。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继续推行的安全措施对多

处建筑遗产的现场工作产生了影响，同时还影响到有关巴勒斯坦文化部门的数据和信息收集

工作。但总体而言，教科文组织拉马拉办事处及其主要合作伙伴的准备工作得到加强，使预

期活动得以更加平稳地展开，未因限制出行和群体聚集的额外措施受到影响。下文概述了文

化领域目前正在开展的所有活动，以及这些活动受 COVID-19 疫情影响的情况。 

13. 现正在更广泛的联合国国家工作队 COVID-19 发展系统应对计划的框架内，协同相关

国家利益攸关方（文化部、旅游和文物部等）实施一些具体举措。其中包括巡回博物馆数字

化，以便在禁足期间为公众提供在线观看其藏品的机会；制作了四部讲述活态遗产故事的在

线视频，以便在禁足期间为儿童居家教育、娱乐和消遣提供支持。关于这些活动，下文将作

详细介绍。除这些活动外，教科文组织目前还正在支持文化部评估 COVID-19 疫情对文化和

创意产业的社会经济影响，以制定一项全方位的 COVID-19 危机应对行动计划，据以继续加

强和促进巴勒斯坦文化在紧急情况下的复原力。 

14. 2020 年 12 月，教科文组织获准在不增加经费的前提下，将瑞典资助的“通过修复和振

兴巴勒斯坦历史建筑环境促进当地发展”项目延长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延期将使项目活动，

特别是受 COVID-19 疫情影响的活动得以完成，从而在 2021 年 6 月底前结束项目。自上一

报告期以来，教科文组织完成了多项与文化遗产修复、保存和保护有关的活动。其中包括： 

- 修复了耶路撒冷老城的一处文化遗产地，用作职业学校校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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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旅游和文物部（MoTA）合作，就已列入巴勒斯坦《预备名单》的塞巴斯蒂亚

编制了保护和管理计划（CMP）。 

- 举办了六次关于世界遗产影响评估的国际专家在线培训，并在教科文组织拉马拉

办事处 Facebook 主页上进行了实况转播，以将外联和影响范围扩大至遗产专业人

员之外。该培训旨在按照有关该主题的最新国际方法，加强来自不同学科的 30

名巴勒斯坦专业人员的能力。之所以组织该培训，是因为考虑到巴勒斯坦境内世

界遗产或预备名单所列遗产提出了若干项目开发提案这一情况。值得注意的是，

遗产影响评估是 2018 年通过的《巴勒斯坦物质文化遗产法令》的一项硬性要求。 

- 最终确定了旨在配合实施 2018 年《物质文化遗产法令》的四项行政法规（分别

涉及博物馆、挖掘、名录编制、保存和保护建筑文化遗产）。就这些行政法规，

与在相应领域开展工作的民间社会组织进行了多轮磋商，以确保满足不同实体的

愿望。这些法规现已向有关当局分发，以供进行进一步磋商，其后，将提交旅游

和文物部部长办公室最后核准。 

此外，教科文组织继续开展以下活动： 

- 最终确定关于项目经验、成功案例和最佳做法的出版物，其中将涵盖技术和社区

参与方面的内容。现已选定九处遗址作为典型成功案例来展现项目成就，将讲述

这些遗址的故事，并简要介绍在项目框架内提供的政策支持。该出版物预计将于

2021 年 6 月以英文和阿拉伯文出版。 

- 支持旅游和文物部清点考古文物、对其进行适当的文献记录并将其妥善存放至该

部房舍之内。 

- 支持由教科文组织修复的希伯伦老城博物馆投入运行。在教科文组织的支持下，

经与博物馆管理机构希伯伦城修复委员会协商，现正在策划首场展览。此外，教

科文组织将提供博物馆运作所需的设备和家具。 

15. 通过世界遗产基金提供的国际援助，教科文组织正在支持世界遗产地“希伯伦/哈利勒

古城”保护和管理计划（CMP）的制定工作，以及目前列入巴勒斯坦《预备名单》的文化遗

产地“杰里科千年古城：城市考古和历史发展”申报文件的编写工作。对于后者，编写申报

文件所需的预备研究草案已汇编完毕，并于 2021 年 1 月以虚拟形式提交给当地利益攸关方。

这些研究预计将于 2021 年 3 月间完成，而申报文件预计将于 2021 年 9 月前准备完毕。教科

文组织将在整个项目周期内持续向旅游和文物部提供技术支持。 

https://whc.unesco.org/en/tentativelists/5718/
https://whc.unesco.org/en/tentativelists/5718/
https://www.facebook.com/unesco.ramallah/videos/?ref=page_internal
https://www.facebook.com/unesco.ramallah/videos/?ref=page_inter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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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教科文组织利用本组织的正常预算资源，正在与旅游和文物部合作，根据经核可的世

界遗产“巴勒斯坦：橄榄与葡萄藤之地——耶路撒冷南部拜提尔的文化景观”的管理和保护

规划，编制有关该遗产地日益扩大的城市化转型的管理工作技术指南和详细的城市规划规范。

通过与旅游和文物部、拜提尔市和地方政府部举行技术会议，现已能够划定为其制定建筑法

规的目标区域，目的是减少新的开发活动对文化景观的影响。2020 年，由于与 COVID-19 相

关的行动限制，实施工作出现了延迟，但预计工程将于 2021 年 3 月初开工。 

17. 教科文组织继续监督由挪威资助的伯利恒里瓦亚博物馆的整修工程，以开办一个关于

巴勒斯坦文化的多媒体交互式博物馆。由于得到一笔慷慨的额外捐款，该项目已延期至

2021 年 12 月，这将有助于教科文组织完成博物馆的整修工程，解决该项目遇到的挑战，特

别是在修复因 2018 年该遗址火灾所造成损毁方面的挑战，并将民防安全要求纳入考虑范围。

由于 COVID-19 危机，整修工程和损毁部分修复工程的实施工作有所延迟。然而，教科文组

织设法使升级后的博物馆技术图纸获得了巴勒斯坦民防部门的批准，为该遗址整修工程取得

良好进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18. 阿布扎比文化和旅游部资助的“加强保护巴勒斯坦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能力”项目延

期至 2020 年底，使教科文组织能够继续支持文化部拟定非物质文化遗产法。非物质文化遗

产法草案已提交部长办公室进行一读并收到了一些评论意见，这些意见已经纳入草案之中。

教科文组织支持在进行二读的同时，与民间社会组织和其他相关利益攸关方就这部新法律的

内容进行磋商，以期于 2021 年春季最终批准这部法律。 

19. 为继续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试点清点工作，并进一步提高参加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力建

设培训人员的技能，教科文组织确定了西岸和加沙的四个文化机构。迄今为止，已就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不同方面进行了 13 次试点清点活动，包括食品加工日期文化、传统歌曲、

Hikaye 以及贝都因人的 Dehyya 舞蹈和 Nabati 诗歌。这些试点清点的样本视频已在教科文组

织拉马拉 Facebook 主页上发布，以提高人们对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并将其传承给子孙后代

的重要性的认识。在这同一项目框架内，作为 2003 年公约实施能力建设工作的一部分，于

2020 年 10 月至 11 月期间，在项目实施周期内首次为加沙参与者组织了为期五天的关于有效

实施 2003 年公约的在线培训课程。关于这项活动的更多详情，见第 211 EX/33 号文件“被

占巴勒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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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教科文组织制作了一段视频，以纪念 2020 年 11 月 26 日世界橄榄树日，特别聚焦与橄

榄树有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实践，从传统的橄榄采摘到食物消费以及将橄榄作为身份和慷慨

象征的典藏流行歌曲，不一而足。这段视频已经在教科文组织纪念这一国际日的主页上播放。 

21. 瑞典依照 2005 年《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资助了“（重新）制定文化

政策：促进基本自由和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项目，并通过这一项目向文化部提供了持续支

持。此外，在这同一项目框架内，在 2020 年 9 月和 10 月间组织了三场“坚韧艺术”辩论，

重点关注 COVID-19 时期的青年与新兴技术、妇女在文化领域的地位、以及巴勒斯坦文化机

构的复原力和危机时期巴勒斯坦独立文化领域的未来前景。在文化部官方电子平台上对这三

场辩论进行了直播。 

22. 自上一报告期以来，巴勒斯坦已于 2020 年 10 月 13 日正式提交关于这项公约的四年期

定期报告（QPR），其中综合了各个相关利益攸关方提供的反馈和意见。 

23. 教科文组织与文化部协调，在巴勒斯坦中央统计局（PCBS）的支持下，与 Drosos 基金

会合作并共同出资，开展了一项基于 2030 年文化指标方法的研究，旨在衡量和评估文化部

门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横向贡献。报告初稿于 2020 年 8 月提交，重点关注 2030 年文化指标

方法中规定的 22 个指标中的 17 个。2020 年 8 月 31 日举行了有关该报告草稿的审核会议，

随后各个职能部委和合作伙伴提出了若干修订建议。目前正在审查第二稿，报告终稿预计将

于 2021 年春季交付。 

24. 在文化部成功向欧盟/教科文组织关于支持加强文化和创意产业新监管框架计划提交一

份项目提案后，教科文组织得以与文化部达成协议，旨在通过制定电影政策和指导方针以及

国家专门机构业务手册，改善巴勒斯坦的电影基础设施。借助该项目，文化部计划建立一个

电子平台，其中将包括巴勒斯坦电影产业和制作的所有相关材料。教科文组织将继续为文化

部和相关实体顺利实施该项目提供技术支持。 

传播和信息 

25. 在本报告所涉期间，巴勒斯坦记者继续遇到各种侵犯行为。2020 年 9 月至 2021 年 1 月

期间，巴勒斯坦发展和媒体自由中心（MADA）记录了 176 起侵犯媒体自由的案件，包括身

体攻击、没收器材、拘留和禁止报道。据巴勒斯坦发展和媒体自由中心称，仅在 2020 年 10

https://en.unesco.org/creativity/activities/reshaping-cultural-policies-promotion-fundamental
https://en.unesco.org/creativity/activities/reshaping-cultural-policies-promotion-fundamen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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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就至少有 21 名记者在进行现场报道时被捕，5 名记者被据称由以色列士兵发射的橡皮子

弹击伤。4 

26. 教科文组织拉马拉办事处继续举办关于新闻自由和记者安全的提高认识活动，包括： 

- 2020 年 12 月，教科文组织拉马拉办事处与荷兰代表处、瑞典代表处和人权高专

办在巴勒斯坦联合举办了题为“线上线下表达自由/新闻自由/人权维护者”的高

级别网络研讨会，以纪念 2020 年人权日/世界新闻自由大会。此次网络研讨会为

各国同行开辟了讨论和分享经验的空间。作为网络研讨会的后续行动，正在探讨

进一步支持人权特别是记者权利的合作。 

- 教科文组织举办了为期一天的题为“巴勒斯坦的现实与关于自由和侵犯记者行为

的国际比较”的讨论会，纪念“终止针对记者犯罪不受惩罚现象国际日”，使各

方有机会就有关表达自由（包括线上表达自由）和记者安全的国内和国际法律与

条约交换看法。参加这次活动的有记者、活动家、学者和媒体代表。 

27. 在实施《联合国关于记者安全的行动计划》框架内，教科文组织拉马拉办事处组织了

对媒体的后续访问，作为支持已经建立的“安全官员网络”工作的一部分，以确保落实加强

安全政策和规程的建议，并特别关注女记者。教科文组织继续通过内部培训加强从事安全管

理工作的核心团队的能力，该培训在 2020 年最后一个季度持续进行。 

28. 2020 年 10 月，教科文组织还举办了专门的培训班，介绍其名为《新闻业、“假新闻”

和虚假信息：新闻教育和培训手册》的阿拉伯文版手册。这次在线培训为记者和教育工作者

提供了处理虚假信息，特别是与 COVID-19 有关的“信息疫情”的工具。制作了提高公众认

识的材料，包括一本面向处于高危环境的记者的手册。 

29. 教科文组织拉马拉办事处根据教科文组织《媒体与信息素养政策指南》和媒体与信息

素养示范课程，结合巴勒斯坦当地实际情况并考虑到政府应对 COVID-19 的措施，继续进行

首份关于媒体与信息素养政策的国家政策背景文件的定稿工作，以拟定巴勒斯坦国家战略。

该文件预计将于 2021 年初提交并与利益攸关方讨论。 

30. 为纪念 2020 年普遍获取信息国际日和全球媒体与信息素养周，教科文组织拉马拉办事

处参加了题为“具备媒体与信息素养的青年——在阿拉伯地区实施信息获取政策和实现

 
4 https://www.madacenter.org/en/article/1327/ 

https://www.madacenter.org/en/article/1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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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基石”的系列网络研讨会，这些研讨会由教科文组织阿拉伯国家

地区科学办事处和媒体与信息素养伙伴关系全球联盟（GAPMIL）于 2020 年 12 月 7 日−9 日

举办。 

31. 根据国际传播发展计划/伊斯兰世界教科文组织资助的“加强媒体院系的媒体研究领域”

项目（该项目已延期至 2021 年 3 月），圣城开放大学与西岸和加沙的其他大学密切协作，

建立了一个研究中心。该研究中心是为在数字故事、财务报告、数据新闻、视频摄制以及媒

体与信息素养等领域进行合作和学习提供机会的平台。 

性别平等 

32. 教科文组织通过将性别问题纳入其在文化、教育及传播和信息领域开展的各项活动的

主流，支持和促进巴勒斯坦的性别平等。 

33. 在媒体的性别平等领域，教科文组织拉马拉办事处与传播和信息部门密切合作，正计

划对巴勒斯坦记者进行培训，提高他们对于报道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问题的认识，加强媒体

对于多样性、性别平等和增强青年权能的推动作用。 

青年参与 

34. 教科文组织拉马拉办事处积极参与联合国青年专题小组，特别是目前正在开展的摸底

工作，以便确定 2021−2022 年形成协同增效并扩大合作的最佳时机，支持在以下关键领域采

取与青年有关的干预措施：“支持让青年（特别是女青年）拥有更大发言权（即选举）的公

民参与倡议”，以及“经济赋权”。 

35. 教科文组织拉马拉办事处也在开发数据收集工具，以确定振兴巴勒斯坦旅游行业所需

要的技能。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可以为政策制定和干预行动提供依据，由此增加青年就业机

会，减少技能差距，以满足劳动力市场的需求。 

被占叙利亚戈兰 

36. 2009 年启动并由日本信托基金资助的被占领叙利亚戈兰的叙利亚学生项目已于 2013 年

3 月结束。由于没有新的预算外资源，报告所涉期间无法提供这种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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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议决定 

37. 鉴于以上所述，执行局可以考虑通过如下决定： 

执行局， 

1. 审议了第 211 EX/33 和 211 EX/34 号文件以及本决定的附件， 

2. 忆及以往关于“阿拉伯被占领土的教育和文化机构”的决定， 

3. 决定将此项目列入执行局第二一二届会议议程，并请总干事向执行局提交相关后

续报告。 

- - - - - - - - - - 

附 件 

211 EX/PX/DR.34.1 
巴黎，2021 年 4 月 9 日 
原件：英文 

执 行 局 
 

 

计划及对外关系委员会 

项目34： 关于阿拉伯被占领土的教育和文化机构的第40 C/67号决议和第210 EX/37号 

决定的执行情况 

决定草案 

执行局， 

I 被占巴勒斯坦 

1. 忆及第 185 EX/36 号决定和第 38 C/72 号决议，以及《世界人权宣言》关于受教育权的

第 26 条、《日内瓦第四公约》关于剥夺儿童受教育权问题的第 24、50 和 94 条、《海

牙公约》（1954 年）及其附加议定书和《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1972 年），

还忆及国际法院 2004 年 7 月 9 日关于“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修建隔离墙的法律后果”

的咨询意见， 

2. 审议了第 211 EX/33 号和 211 EX/34 号文件， 

第二一一届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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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承诺保护在发生冲突时应受保护的古迹、艺术品、手稿、书籍及其他历史和文化财产， 

以及保护学校和一切教育设施， 

4. 痛惜军事对峙在教科文组织各主管领域给加沙地带，特别是给教育和文化机构造成破

坏性影响； 

5. 对以色列军队侵犯巴勒斯坦大学和中小学的行动深为关切，要求以色列当局立即停止

违反教科文组织各项原则和世界全民教育宣言（1990 年）有关规定的行径，并就此重

申中小学、大学和文化遗产地享有特殊保护，不应成为袭击目标； 

6. 日益关切隔离墙对教育和文化机构活动的有害影响，就此要求占领国以色列停止其一

切定居点活动，包括建设隔离墙及旨在改变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包括东耶路撒冷及其周

边和伯利恒省克雷米森修道院的特点、地位和人口构成的其他措施，这一切有损巴勒

斯坦社会的社会结构，阻碍巴勒斯坦中小学生和大学生充分行使受教育权； 

7. 深为关切地注意到以色列对东耶路撒冷中小学和大学里巴勒斯坦课程的审查制度，敦

促以色列当局立即终止这种审查制度； 

8. 对所有为教科文组织在巴勒斯坦的行动，以及为建设面向巴勒斯坦儿童的学校，例如

纳布卢斯附近 Tana 的学校和耶路撒冷附近 Khan Al-Ahmar 和 Abu Nuwar 的两所学校作

出重大贡献的会员国、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表示感谢，并呼吁它们继续援助教科

文组织的这项工作； 

9. 深感遗憾的是以色列当局摧毁了包括 Abu Nuwar 和 Tana 的学校在内的多所学校，促请

以色列当局停止实施进一步拆毁包括 Khan Al-Ahmar 学校在内的其他学校的计划； 

10. 感谢总干事在支持保护、重建、修复和恢复巴勒斯坦考古遗址和文化遗产中取得的成果，

请她通过扩大对巴勒斯坦大学生和中小学生的资助计划等方式，强化这方面的行动并加强

教科文组织对巴勒斯坦教育和文化机构的援助，以满足教科文组织主管领域的能力建设需

求，并要求她尽快组织召开教科文组织—巴勒斯坦联合委员会第九次会议； 

II 被占叙利亚戈兰 

11. 还请总干事： 

(a) 根据执行局决定的有关规定，继续努力保护被占叙利亚戈兰的人文、社会和文化

结构； 

(b) 努力提供适当的课程，并为被占叙利亚戈兰的教育和文化机构提供更多的 

赠款和充分的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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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派遣一名专家前去考察和评估被占叙利亚戈兰的教育和文化机构的需求，并在执

行局第二一二届会议之前报告总干事； 

III 

12. 决定将该项目列入执行局第二一二届会议议程，并请总干事向其提交一份相关进展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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